
S101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閱讀心得 

英文 學習單 

數學 數學軟體應用-利用 GGB 或 Desmos 描繪函數圖形啟

動數學藝術 

歷史 臺灣歷史時光特展 

地理 散步地圖 

公民 學習單(事件九宮格);爭議議題反思作業 

物理 科學家的一頁臉書 

地球科學 第一次完整筆記第一～二章（含個人整理及試卷訂正） 

音樂 手搖音樂盒 

生涯規劃 18 學群探索報告 

體育 個人運動計畫 

英語口語

表達 

109-1 English Abilities Passport  
Part I : Answer all 8 Questions  
Part II : Submit a video file of you answering those 8 
questions.  
Part III: Evaluation  

自然探究 學期報告 

 



S102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閱讀心得 

英文 介紹英文書 

數學 數學軟體應用-利用 GGB 或 Desmos 描繪函數圖形

啟動數學藝術 

歷史 身歷其境台灣歷史時光特展 

地理 散步地圖 

公民 人權議題 

物理 科學家面面觀 

地球科學 第一次完整筆記第一～二章（含個人整理及試卷訂

正） 

音樂 手搖音樂盒 

生涯規劃 18 學群探索報告 

體育 個人運動計畫 

英語口語

表達 

109-1 English Abilities Passport  

Part I : Answer all 8 Questions  

Part II : Submit a video file of you answering those 8 questions.  

Part III: Evaluation  

自然探究 單元一 一杯溫奶茶正式報告 

 



S103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作文 

英文 龍騰課本三合一學習手冊，All in one，活用圖解文

法，10 月空英 

數學 數學軟體應用-利用 GGB 或 Desmos 描繪函數圖形

啟動數學藝術 

歷史 身歷其境台灣歷史時光特展 

地理 散步地圖 

公民 生活中的人權 

物理 科學家臉書 

地球科學 自由研究 

音樂 手搖音樂盒 

生涯規劃 科系探索及職業達人專題報告 

體育 個人運動計畫 

英語口語

表達 

109-1 English Abilities Passport  

Part I : Answer all 8 Questions  

Part II : Submit a video file of you answering those 8 questions.  

Part III: Evaluation  

自然探究 科學筆記本 



S104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超時空音樂大賞 

英文 介紹英文書 

數學 數學軟體應用-利用 GGB 或 Desmos 描繪函數圖形

啟動數學藝術 

歷史 臺灣歷史時光特展 

地理 散步地圖 

公民 人權議題 

物理 科學家臉書 

地球科學 自由研究 

音樂 手搖音樂盒 

生涯規劃 科系探索及職業達人專題報告 

體育 個人運動計畫 

英語口語

表達 

109-1 English Abilities Passport  

Part I : Answer all 8 Questions  

Part II : Submit a video file of you answering those 8 questions.  

Part III: Evaluation  

自然探究 探究實作報告（小論文格式） 

 



S105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旅遊文學 

英文 任何與英文相關的議題 

數學 鑑古知今---我與數學的前世情緣 

歷史 臺灣歷史時光特展 

地理 我的家鄉地圖 

公民 生活中的人權 

化學 筆記或專題 

生物 諾貝爾生醫獎-C 肝報告 

音樂 手搖音樂盒 

生涯規劃 科系探索及職業達人專題報告 

體育 個人運動計畫 

英語口語

表達 

109-1 English Abilities Passport  

Part I : Answer all 8 Questions  

Part II : Submit a video file of you answering those 8 questions.  

Part III: Evaluation  

自然探究 報告 

 



S106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書店報告 

英文 製作 2 分鐘英文影片 ，宣導減塑 

數學 鑑古知今---我與數學的前世情緣 

歷史 台灣歷史 

地理 散步地圖 

公民 爭議議題反思作業 

化學 實驗報告 

生物 諾貝爾生醫獎-C 肝報告 

音樂 手搖音樂盒 

生涯規劃 18 學群探索報告 

體育 個人運動計畫 

英語口語

表達 

109-1 English Abilities Passport  

Part I : Answer all 8 Questions  

Part II : Submit a video file of you answering those 8 questions.  

Part III: Evaluation  

自然探究 學期報告 



S107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作文 

英文 製作 2 分鐘英文影片 ，宣導減塑 

數學 數學單元學習單 

歷史 身歷其境台灣歷史時光特展 

地理 我的地圖 

公民 生活中的人權 

化學 全學期課堂筆記及心得 

生物 筆記，報告 

音樂 手搖音樂盒 

生涯規劃 科系探索及職業達人專題報告 

體育 個人運動計畫 

英語口語

表達 

109-1 English Abilities Passport  

Part I : Answer all 8 Questions  

Part II : Submit a video file of you answering those 8 questions.  

Part III: Evaluation  

自然探究 
單元一 一杯溫奶茶正式報告 

 



S108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媒體識讀 

英文 Feedback of English Summer Camp 

數學 鑑古知今---我與數學的前世情緣 

歷史 身歷其境台灣歷史時光特展 

地理 散步地圖 

公民 人權議題 

化學 課堂筆記 

生物 109 諾貝爾醫學獎 C 肝疫苗之省思 

音樂 手搖音樂盒 

生涯規劃 科系探索及職業達人專題報告 

體育 個人運動計畫 

英語口語

表達 

109-1 English Abilities Passport  

Part I : Answer all 8 Questions  

Part II : Submit a video file of you answering those 8 questions.  

Part III: Evaluation  

自然探究 實驗報告及心得 



S201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勞山道士一文的故事改寫 

英文 Marshmallow Challenge video 

數學 鑑古知今---我與數學的前世情緣 

歷史 對中外女權之探討 

地理 國家出口分析報告 

公民 爭議議題反思作業 

美術 藉由創作探索「自己」 

藝術生活 影片「關於自己」 

生活科技 高師大 4060 馬達與感測器。西點軍校造

橋軟體。 

資訊科技 Python 程式設計筆記 

體育 個人運動計畫 

歷史探究 與女權相關之探討 

地理探究 台南小吃探究 

生涯進路 國際議題研究報告 

SDGs 報告 

專題製作 由各組任課老師和學生討論 



S202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作文（題目：醫病百態） 

英文 Postcard sharing 

數學 數學史 

歷史 小論文 

地理 學習單 

公民 生活中的經濟學 

美術 藉由創作探索「自己」 

藝術生活 影片「關於自己」 

生活科技 高師大 4060 馬達與感測器。西點軍校造橋軟體。 

資訊科技 Python 程式設計筆記 

體育 個人運動計畫 

歷史探究 小論文 

地理探究 台南小吃探究 

生涯進路 SDGs 報告 

專題製作 由各組任課老師和學生討論 

 

 



S203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我的宋詞我的歌 

英文 英文作文 

數學 報告 

歷史 小論文 

地理 國家出口分析報告 

公民 生活中的經濟學 

美術 藉由創作探索「自己」 

藝術生活 影片「關於自己」 

生活科技 高師大 4060 馬達與感測器。西點軍校造橋軟體。 

資訊科技 Python 程式設計筆記 

體育 個人運動計畫 

歷史探究 小論文 

地理探究 台南小吃探究 

生涯進路 SDGs 報告 

專題製作 由各組任課老師和學生討論 

 
 
 



S204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出師表 SWOT 分析、仿宋詞填詞、課外閱讀心得、作

文 

英文 龍騰句型.習作.All in One.三合一、空英每日聽整理.

文法書習題 

數學 數學單元學習單 

歷史 哥倫布大交換，換什麼? 

地理 新聞頗析 

公民 學習單 

美術 藉由創作探索「自己」 

藝術生活 影片「關於自己」 

生活科技 高師大 4060 馬達與感測器。西點軍校造橋軟體。 

資訊科技 Python 程式 

體育 個人運動計畫 

物理加深 科普心得 

化學加深 氣體溶液最理想 

生物加深 109 諾貝爾得獎 CRIS PR/Cas9 之省思 

專題製作 由各組任課老師和學生討論 



 

S205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旅遊文學 

英文 Marshmallow 學習單、英文作文一篇 

數學 數學單元學習單 

歷史 哥倫布大交換，換什麼? 

地理 學習單 

公民 學習單 

美術 藉由創作探索「自己」 

藝術生活 影片「關於自己」 

生活科技 高師大 4060 馬達與感測器。西點軍校造橋軟體。 

資訊科技 Python 程式 

體育 運動計畫設計 

物理加深 科普心得 

化學加深 氣體溶液最理想 

生物加深 109 諾貝爾得獎 CRISPR/Cas9 之省思 

專題製作 由各組任課老師和學生討論 

 



 

S206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傳統乃是永恆的時尚 

英文 Marshmallow Challenge video 

數學 鑑古知今---我與數學的前世情緣 

歷史 哥倫布大交換，換什麼? 

地理 學習單 

公民 學習單 

美術 藉由創作探索「自己」 

藝術生活 影片「關於自己」 

生活科技 高師大 4060 馬達與感測器。西點軍校造橋軟體。 

資訊科技 C++程式語言報告 

體育 運動計畫設計 

物理加深 科普心得 

化學加深 生活中及探究課程的實驗報告、小論文、學習心得 

生物加深 諾貝爾化學獎+生醫獎報告 

專題製作 由各組任課老師和學生討論 

 
 



S207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勞山道士一文的故事改寫 

英文 Marshmallow 學習單、作文一篇 

數學 利用 GGB 或 Desmos 結合高一二所學函數圖形繪出ㄧ幅作

品 

歷史 哥倫布大交換，換什麼? 

地理 台南市的伊斯蘭教文化 

公民 生活中的經濟學 

美術 藉由創作探索「自己」 

藝術生活 影片「關於自己」 

生活科技 高師大 4060 馬達與感測器。西點軍校造橋軟體。 

資訊科技 C++程式語言報告 

體育 運動計畫設計 

物理加深 跟著網紅學物理心得報告 

化學加深 生活中及探究課程的實驗報告、小論文、學習心得…… 

生物加深 諾貝爾化學獎+生醫獎報告 

專題製作 由各組任課老師和學生討論 

 
 



S208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出師表 SWOT 分析、仿宋詞填詞、課外閱讀心得、作文 

英文 介紹台灣特色，如美食或傳統文化等，並描述個人經驗 

數學 如何表達數學 

歷史 哥倫布大交換，換什麼? 

地理 台南市的伊斯蘭教文化 

公民 生活中的經濟學 

美術 藉由創作探索「自己」 

藝術生活 影片「關於自己」 

生活科技 高師大 4060 馬達與感測器。西點軍校造橋軟體。 

資訊科技 C++程式語言報告 

體育 運動計畫設計 

物理加深 科技媒體中的物理 

化學加深 氣體溶液最理想 

生物加深 109 諾貝爾得獎 CRISPR/Cas9 之省思 

專題製作 由各組任課老師和學生討論 

 
 
 
 



高一多元選修學習歷程作業 

科目 作業標題 

APP 製作 點餐系統 

機電整合創作 I 鞋盒音箱＆壓克力燈 

投資理財  FQ 學習單 ;我的家人理財經  ;10 個越買越窮的東

西 ; 10 個致富的必須犧牲學習單; 生活圈的行業;口

罩股票查詢;口罩股票基本面的練習;股票語言學習

單;互助會名單;標會學習單;投資理財買房要點;理財

結稅;上台報告 

多元文化 制作台灣以外，任一個國家的投影片 

試算表實作 好用的試算表--函數應用與圖表 

心理學好好玩 心理學報告 

科學初探 課堂總報告 

用對方法過生活 反思回饋單 

網路英文萬花筒 網路英文 

影像與文學 
學習單，課堂口語表達 

數學看運動 
小組報告 

科學探究 

實驗創新 

實驗結果 

 


